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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市，都该有自己的名片，都
该有独特的风采。如景德镇的瓷器，苏州
的园林，扬州的炒饭，绍兴的花雕，大同的
云岗石窟，承德的避暑山庄……

每一座城市，都该是一句诗。古人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才饮长沙
水，又食武昌鱼”。寒来暑往，时光流转千
年，寒山寺的钟声还在回荡。古街水巷
里，老舟新客的梦境深处，是否深埋着古
韵的回想？

然而，无论你到过多少远方，你都要
学会拥抱身旁的诗意。远在天边的无法
揣进怀里，而近在眼前的，却能随着时间
的流淌越来越深入心底。因为远方的美
好太遥远，所以身边的诗意才更亲近。南
阳最诗意的去处莫过南都古城，诗意如
你，当和南都古城相拥而眠，一梦醉千年。

南都古城是南阳的一首古典诗，是南
阳的一场怀旧之梦，是这个文化之城的城
市之梦。梦回千年之前的盛世南都，重温
千年之前的大汉文化。

若是这一生都无缘面朝大海，那么惟
愿有一汪碧湖，给你大海一般的浩瀚与宽
广；若是生来不在烟水缥缈的江南，那么
惟愿有一处仙居给你杏花微雨的诗情与
画意；若是今生无法亲历一座城曾经的繁

华，那么惟愿有一个地方，穿越历史的尘
埃。梦回南都，看金甲铁骑携着大汉王朝
的威仪，踏歌而来，随着清风明月潜入最
深的梦……

南都古城便是这样一个地方，像一双
神奇的手，召唤着千年之前的繁华，正引
领着南阳文化的复兴，缝合胜地不常、盛
筵难再的遗憾。

南都古城规划设置有东汉历史展示
区，特色餐饮体验区，风情客栈住宿区，休
闲娱乐释放区……城内古色古香，雕梁画
栋随处可见。以牌坊、照壁、亭台等景观
轴线串联起南阳的历史名人及爱情故事，
形成独具南阳特色的文化轴线，开启南阳
的光武中兴文化之旅。

东汉王朝给南阳留下最光芒万丈的印
记——汉光武帝刘秀发迹于此，其皇后阴
丽华也是南阳人。云台二十八将中邓禹、
吴汉、贾复、岑彭、朱祐等都是南阳人。

南都古城在对东汉文化的回归和复
兴上可谓是用心良苦：古城内路网命名在
突出文化味道的同时，更多地将东汉历史
名人融入其中。光武大道与光烈大道，分
别以东汉光武帝刘秀和其皇后阴丽华的
谥号命名。邓禹路、吴汉路、李通路、韩歆
路等均是以东汉南阳宰相命名，而信臣

路、王常路、刘顺路、刘君路等则是以东汉
南阳的知府名字命名。南都古城将东汉
南阳的历史名人织入古城四通八达的路
网之内，每一步都是对东汉历史的呼应，
都是对东汉文化的回归。

南都古城就像一方沉默的古砚，用现
代的手势打磨，在水中慢慢洇开，供你看
见南阳深厚的千年人文，如天光云影徘徊
在眼前。

古城中的每一房砖瓦，都在时光里泛
出一股朦胧的醉态。这里的建筑传统典
雅，卓然俊秀而不施粉黛，黑得坚决，白得
透彻，朴素的大美与平和的古典，掩映在
大自然的风采之下，婷婷如画。若说南阳
文化的伟大复兴需要强有力的引子，那么
毫无疑问，南都古城当仁不让，众望所
归。唯有南都古城这样的大手笔，大制
作，才能唤起南阳千年之前的峥嵘，才能
重铸南阳盛世大汉的繁华。

历史的苍苔依旧墨绿如初，今朝的南
阳可还有大汉盛世的巅峰之梦？

南都古城，承载南阳人大汉盛世的巅
峰之梦，将再现华夏民族大汉盛世的巍峨
气象。南都古城是南阳的一场怀旧之梦，
城市之梦，梦回南都！

（孙存存）

由南都古城看南阳的文化复兴（之二）

梦 回 南 都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教育质量的

提升离不开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知识丰富、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今年内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高考三本以上进线率居全市各县

第一，3 名优秀学子顺利考进清华、北

大，南阳市理科状元花落内乡。而造就

这一成绩的内乡“名师”也成为南阳群

众关注的热点。应读者要求，我们邀请

内乡名师走进我们的会客厅，让我们共

同探讨——“名师”是如何炼成的？

杨曙光（内乡县县长）：作为经济欠发达
的内陆县，内乡之所以优先发展教育，提出培
育名教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名学校“四名工
程”，打造内乡教育高地。可以概括为三句
话：一是应尽之责。无论是从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市相关精神和要求出发，还是基于内乡
尊师重教的传统，这都是地方党委、政府的应
尽职责。目前我县已经是全国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工作先进地区、全省“两基”工作先
进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职业教育强
县、教育工作先进县，县委、县政府有信心巩
固好、发展好教育事业的好态势、好趋势、好
气势。二是民生之需。老百姓在吃、穿、住、
行、社保、医疗等基本生活条件达到一定水平
后，更多关注的就是孩子接受教育的问题。
我们实施“四名工程”，打造教育高地，就是要
大力发展幼、小、初、高中等基础教育，大力发
展职业学历和就业培训教育，让内乡的孩子
们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的良好教育环境，这是一项造福后代的民
生工程。三是发展之要。新常态下，区域经
济发展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和全民素
质的竞争。一个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发
展，最关键的要素还是全民素质的提升和高
素质人才的支撑，我们需要为县域经济和社
会发展培育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养人才，需
要把更多普通劳动者培养成为具有专业技术
技能的人力资本，需要培育创造适合多种人
才共同发展的优质教育环境。

王兴勇（内乡县副县长）：一个地方教育
事业的发展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名
师”的培养和带动作用。但要历练成为名师
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同时提升才学、师德、创
新、示范引领等多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教育
事业发展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无疑将起到
关键和持久的推动提升作用，作为教育战线
的工作者，将始终坚持以“争创全省教育名
县，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巩固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加强名教师、名班主任、名校长、
名学校“四名工程”建设，促进教育工作实现
新跨越，努力打造内乡教育发展高地。

唐新庆（内乡县教育体育局局长）：为配
合县委、县政府“四名工程”建设，我们以名教
师培养为龙头，成立名师工作室，实施名师

“教、学、研、训一体化”培养战略，全面提升广

大教师专业素养。建立不同类型的学习型组
织，如内乡高中建立教师师徒帮带机制、县四
小成立教师沙龙，促进大批青年教师脱颖而
出。实施“教师专业成长五个一”行动，即每
课写一点教学反思，每周写一篇教育随笔，每
月组织一次学生评教，每期上一节公开课，每
年读一本教育专著，引导广大教师在教学中
反思，在反思中改进，在改进中提高。充分利
用现代网络技术，建“智慧化校园”，以“一师
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晒课活动为抓手，使广
大教师在“赛课”、“晒课”中有效提升教育教
学能力。

杨曙光（内乡县县长）：我们教育发展的
目标是打造教育高地，载体是“四名工程”。
我们的做法：第一是高位决策，对教育事业高
看一眼。把教育事业放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位置来谋划。我们内乡是秦巴片区特
困县。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不能让一个想上学、考上学的孩子因为贫穷，
因为经济问题上不起学。第二是加大投入，
对基础设施重投一笔。先后投资 2.5亿元，按
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建设新高中，投资 8000
万元，建设用于拓展学生训练的高规格南阳
市示范性综合性实践基地，同时在实践基地
附近以 PPP 模式，规划建设兼具中职、高职、
社会化就业培训等教育功能和场所的内乡县
职教培训基地。第三是政策激励，对教育队
伍厚爱一分。不断探索完善教育激励政策机
制，在资金投入、规划、土地等政策领域向教
育倾斜，在政治待遇、医疗、住房等经济领域
向表现优秀的教师倾斜，在津补贴方面向农
村教师倾斜，2014年我县率先在全省实现对
全县农村义务段教师每月人均补贴 100元生
活费。同时探索建立内乡县牧原教育等基金
会，用于奖励内乡县的优秀教师、优秀学生，
并对困难学生进行救助。第四是借船出海，
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经过真诚沟通和有效
对接，我县将与北京师范大学建立合作办学
关系，与北京延庆县结成南水北调水源地对
口协作县，在最大范围内借鉴先进地区的教
育教学理念和成功经验，实现师资等教育教
学资源的互动和提升，缩短我县名教师、名
班主任、名校长、名学校“四名工程”培育成
长周期，加快实现内乡教育高地目标的步
伐。

谢海汇（内乡县实验初中校长）：我校把
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作为学校头等大事抓细
抓实。长远规划创建“学习型、创新型、服务
型”学校，引导教师多读书、读好书，形成读书
型组织；每周各教研组由组长主持，包组班子
成员全程参与，进行人人评课，人人议课，智
慧共享，共同进步。每周全体例会上由一至
三人书面交流自己工作体会、实践经验、典型
事迹，使身边的榜样发挥应有的作用。学校
还为教师创造更多外出学习的机会，除全力
支持上级安排的各种培训，使每个教师积极
参与，还要创造条件为骨干教师、名师的成长
搭建平台。我们与北师大合作，选派“名师、
名班主任”培养对象到北京接受专家团队的
指导。“四名工程”建设使我校教师个个有修
养，人人有智慧。年近 50 岁的女教师李玉
改，因积劳成疾，患上了膝关节炎，变成“瘸
子”老师，但仍担任八年级一班班主任和两班
数学课，学校几次劝她休息治病，她婉言拒

绝，“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功课！”
郭学志（内乡县第六小学校长）：一位好

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义务阶段的校长就是
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高中阶段的校长则侧
重于培养人才的多元化、特色化。好校长要
在学校树立“师本观念”。依靠教师、发展教
师，营造崇尚名师的氛围，把教师的发展纳
入学校发展的蓝图。好校长要能在学校建
立完善的机制，建立包含监督机制、评价机
制和激励机制的名师发展机制。名师立教，
最重要的是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优教就要
优薪，学校建立教师发展基金，就是要重奖
那些做出特殊贡献的教师。好校长要为教
师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性环境。培训是老
师最好的福利。要通过政策、制度的制定，
使教师培养选拔系统化、科学化，把学校建
成一个开放的学习系统，把教师凝结在一个
学习型的组织中，引导教师走上学习研究之
路，实现共同提升。

陈宗申（内乡高中班主任、高三化学教
师）：“乙烯辐射一大片，醇醛羧酸一条线”这是
很多学生都会背的顺口溜，高中化学跟初中相
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差异是翻天覆地的，初中
时候可能光背诵就能拿到很高的分数，而高中
化学更为系统化，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需要每
一个学生自己去理解。师生之间要形成良好的
契合，最大程度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借用
水浒传的歌词就是，老师该出手时就出手，学生
风风火火向前走。今年全市理科状元就是我们
班的。执教 18年来，我们班出了 5名县状元、2
名市状元，多名学生冲进清华、北大。每每想到
这里，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的骄傲。

孙中健（赤眉镇中心小学班主任、语文教
师）：老师在学生面前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老
师。小学老师是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引路人，
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要做孩子的保
姆、朋友、人生设计师……走上讲台是老师，走
下讲台是朋友，老师一个不经意的动作或话
语对学生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我在班里开

展书香班级、文明班级等活动，形成有特色的
班级文化，将一个班打造成一个团队，将每个
孩子都树立成品牌。人人都说做小学老师很
累，而我却说不累，解放孩子们的天性是每一
个小学老师义不容辞的职责。

吴景殿（内乡县第四小学教师）：一个好
的学生不是靠老师吼出来的。仿造美国教育
专家雷夫，我们开启了“第 56 号教室——成
才教育”特色课程。去年 7月，我们利用一个
暑假的时间开发了 6 本“6+x”话剧教材，“6”
指道德发展的六阶段，“x”代表道德发展的未
知阶段，让学生在阶段内的学习中，通过背台
词、制作道具、表演，体会人物的品德，引领学
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道德品质的全面提升。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魏书生的“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管”和雷夫的“班级经济体系”有机
地融合，创出了具有本班特色的管理体系。
设置虚拟货币、在班级设立各种机构及职务、
确定月薪工资用途、建立各种奖惩制度等培
养学生自觉地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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